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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東牧師北美基督燈臺協會駐會牧師

一同祈禱 奮勉而行

          我聽過這麼一個小故事：話說惡貓橫行，鼠輩惶惶不可終日，老鼠們
忍無可忍，終於召開鼠輩雲集的戰略會議，邀請有識之士暢議應對惡貓襲
擊之法。

          謀士老甲說：我提議在惡貓追逐吾輩之時，我們引牠到老鼠夾那裏，
惡貓若被老鼠夾夾死，以後就不能危害我鼠輩了。

          謀士乙哥聽了不以為然，站起來反對說：「老甲，這種方法太危險
了，萬一我們還沒有引牠到老鼠夾旁邊，就先被牠吃了，這不虧大了嗎？
所以我認為，當趁牠熟睡時，用火去燒滅牠是最好的辦法。」

          就在大家眾說紛紜的時候，一
隻被公認為最老謀深算的老鼠站起
來說話了：「諸位仁兄，大家給的
意見都很好，不過都有相當大的危
險性，小弟想到一個萬全之策，就
是趁貓熟睡的時候，咱們在貓脖子
上掛個鈴鐺，這樣貓睡醒了行走的
時候，鈴鐺就會響。鼠兄弟姊妹們
一聽見鈴聲就可以立即疏散跑掉，
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鼠輩們聽此建議非常興奮，
額手稱慶得此高見；此時有一隻不
識時務的小鼠怯生生地問道：「可
是，誰可以去給惡貓掛鈴鐺？咱們
怎樣才能掛得上呢？」

          這問題一提出來，會場突然鴉
雀無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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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神的子民不是故事中那群高談闊論的老鼠們！今天，讓我們為基督
徒的行動力祈禱，願主興起大能的勇士，行動起來，作主榮耀的見證人，
我們可以和聖經的作者一同祈禱！

          阿爸父神：

          我主耶穌說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啊，此刻敞開真理的信
息，我願聽見就記住，並且實行出來，要在所行的事上得福。求主讓我藉
著行動，顯出信心的力量，我宣告：「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

          您的僕人希西家行耶和華神眼中看為善、為正、為忠的事；凡他所
行的，無論是辦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誡命，是尋求他的神，都是盡心去
行，無不亨通。主，我也當如此行，走在先賢聖徒們蒙福的道路上。

          此時，我立志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
人做的。因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我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
督。主啊，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主耶穌祢說：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
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
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
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助我警醒：因為祢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
國，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賜我勇氣：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我要起來，
這是我當辦的事，主必差遣天使天軍和屬神的子民幫助我，我們當奮勉而
行。

          謹慎自守：約束你們的心，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
們的恩，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此刻，我奉主名而行：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
名，藉著祂將感謝和榮耀歸於父神。

         (引用經文：約13:17；雅1:23-25；
雅2:18；腓4:13；列下31:20-21；歌3:23-
24;雅1:22；太7:24-27；太7:21；拉10:4;
雅4:17；彼前1:13)



          路1：31「祂的名字叫耶穌。」

          成為牧師後，祇有兩個人叫我的全名，一個是牧師朋友的兒子，本
身有成長障礙(developmental handicap)：「伍渭文你過來」，是友善的呼
喚，我欣然回應：來，來，現在就來。另一位是我的太太，當她叫我伍渭
文時，我就誠惶誠恐，自忖今次又做錯事了，可能又隨便放東西，要她跟
手尾，令她生氣。但這還好，要是完全不叫你，不啾不睬，死寂的冷漠，
事情就非常嚴重了，所以但丁神曲中的地獄不是火湖，火湖是煉獄，地獄
是冰圈，極度冷漠，沒有互動，沒有感通。有火氣因為有期待，有火氣因
為有情感；我們為著兒女，甚至對期望甚殷的學生，恨鐵不成鋼而生氣，
哀莫大於心死。我太太叫我伍渭文的時候，是因為有期望，祇是期望落空
了。當聖經稱呼耶穌這名字時，是充滿期望，實現了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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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靈雨
祂的名字叫耶穌

伍渭文 牧師           基督燈臺全球課程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座副教授

 (一) 第一，耶穌這名字說明上主對
人有期待。聖經說：「世人都犯了
罪」，但甚麼是罪呢？罪就是箭離
開靶，矢不中的；罪是離開了上主
的期望和要求。我們犯罪，因我們
沒有看守弟兄，反而欺壓弟兄；我
們分毫必計，竭盡所能增加自己的
財富，卻對貧窮的困難視若無睹。

祂名字叫耶穌，因祂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拯救出來。

          耶穌來是要恢復人的尊嚴，祂樹立榜樣，親近被邊緣化的人，被排斥
和被蔑視的人——罪人(social undesirable)、稅吏(working for suppressor the 
Roman colonists)、和妓女(social untouchable)一起吃飯，並因此被批評。但
耶穌這樣做是恢復上主的秩序，人與人應該彼此友愛尊重的關係。馬利亞
頌歌這樣描述耶穌：「祂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
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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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又提醒我們，對人要有憐恤，不要單單指控他人的罪。有一次，
耶穌的敵人把一位行淫時被捉個正著的婦人作為工具，問難耶穌：「我們
應該如何處理這婦人？」按摩西的律法，行淫應被石頭擲死的。耶穌說：
是，她按律法應被石頭擲死，但誰沒有罪，可以拿起第一塊石頭吧；結果
人都一個一個從老到幼離開，祇有耶穌留下來，耶穌說：「婦人，離去
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祂教我們對人有憐恤，先求
諸己才求諸人。

          上主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首先要他們對自己本來的身份有覺醒。
你要對法老王說，讓我的百姓離開——Let my people go。在西乃山上主與
祂的子民立約，頒布十誡說，我像鷹背著你們來歸向我，你要在全地作我
的子民，為君尊的祭司，聖潔國度。上主對摩西說，我有一天要興起一位
先知像你，摩西怎樣帶領以色列離開為奴的埃及，進入應許之地，耶穌也
帶領我們離開罪惡的綑縛，進入生命的豐盛。

祂名字叫耶穌，因祂要
將祂的百姓從罪惡拯救
出來 。

(二) 第二，耶穌這名字
說明我們與上主對人有
情。上主不是造了世界
後讓它自生自滅，像一
個鐘表匠，造了鐘表
後，讓發條自己運轉。
上主對我們犯罪產生怒
氣，因我們遠離祂的期
望，我們沒有看守弟
兄，反而為了自己的利
益，利用他人，踐踏他
人的尊嚴，但上主要恢
復我們的記憶，提醒我
們本來尊貴的身份--我
們是祂的百姓，祂的子
民。人就像荷馬史詩奧
德賽(Odyssey)的主角中
的奧德修斯(Odysseuy)，
在回家的征途上,常常迷
失，忘記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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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非常重視婚姻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並以此象徵基督愛教
會，為教會捨己。作為證婚牧師，我喜歡以婚姻說明上主對人的愛。婚姻
中有交換戒指儀式，新人為對方帶上戒指時彼此說：我以此戒指為徵記，
與你結婚，我以我的身心尊敬你，我以我的財物，與你分享。在這時候，
新娘子都很喜悅，並微微點頭。基督與相信祂的人，就像婚姻的歡悅的對
換：我們的罪，歸在基督身上，祂的義歸在我們身上，所以耶穌降生時，
天使報佳音：「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主，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
人。」佳音就是「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祂名字叫耶穌，因祂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拯救出來。阿們。

祂名字叫耶穌，因祂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拯救出來。

(三) 第三，耶穌這名字說明上主大能的拯救。耶穌降世為人，是道成為肉
身，生在馬槽，長在木匠之家，死的時候與罪犯同列，在十字架上，捨去
生命，為人代贖，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祂被埋在地下，降到陰間，第三天
復活，勝過死亡。祂有能力使我們脫離罪的綑縛，使我們得到心靈的自
由。



在花園裡
      基督燈臺全球課程講師    

中華聖經教會欣道堂主日學老師 作者（圖與文）盧天賜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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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長創作

          聖靈藉着詩歌, 特別是《祢真偉大》和《古舊十架》，把我這個理性
的人帶進神的國度。信主之後，聖靈又藉着很多美好的詩歌，幫助我與主
親近。其中這首《在花園裡》（“In The Garden”），是我喜愛的詩歌之
一，可惜很久沒有聽到了。但在最近的某個主日，敬拜小組選了這首詩歌, 
使我重溫昔日的情懷。

          近代教會在過去幾十年，詩歌崇拜經歷變化的趨勢。我喜歡的詩歌，
已經被認為是「老歌」了，但我對「新歌」也存着開放的態度，因為有許
多現代流行的讚美詩也非常好聽，歌詞也符合聖經教導；但也有一部份是
過於多愁善感，聴起來像情歌或時代歌曲，因為字句沒直接提及救主，由
於它們是在教會內唱，我只能假設它的對象是耶穌。

圖解：庫肯霍夫(Keukenhof)花園的美麗舉世聞名。然而，當我們追溯各
樣美善的源頭、發現它們都是從上頭來的恩典。恩典是白白領受，但施恩
者必須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可以在空墳墓的花園裡獲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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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園裡》歌詞有很多帶有關於「花園、鳥類和玫瑰」的愉快短
語，富有感情，與新歌有相似之處，若要找到它的真正意義，我們需要回
到作曲家當時的思想中。其實這個做法，也是我們解經的原則：回到當
時，揣摩聖經不同作者的寫作目的，從而明白上帝對我們的心意。麥爾斯
(Charles Austin Miles)是《在花園裡》的作曲家和作詞家，他寫道：「1912
年3月的一天，我坐在存放著攝影器材和風琴的暗室裡，我將我的聖經拉
向我，打開了我最喜愛的約翰福音第20章，耶穌和抹大拉的馬利亞的那個
相遇沒有失去它的魅力，當我那天讀到那章聖經時，我似乎是現場的一部
分，我成了馬利亞生命中那個戲劇性時刻的沉默見證人，當時她跪在她的
主面前，並喊道：『拉波尼』……在這個情境的啟發下，我以最快的速度
寫下可以形成詩歌的字句, 正像它後來出現的樣子。那天晚上我也寫了曲
調。」

          《在花園裡》，什麼花園？當我們得知麥爾斯正在寫的是關於第一
個復活節早晨和耶穌被埋葬的事，對花園的具體提及就變得更加清晰了，
就在這裡，抹大拉的馬利亞很早就獨自來了，那時天還未亮，正是「玫瑰
花尚有晶瑩朝露」的時候；當復活主第一次對她說話時，她起初以為祂是
園丁，但當祂呼叫她的名字時，她認出主的聲音；當自己的名字被人所知
時，是何等的鼓勵和安慰！四福音都記載馬利亞是與一群婦女去墓園，但
因馬利亞跑得快，迫不及待先到現場，所以她有機會與復活主單獨在一
起，歌詞用「獨自」來表達這個難逢的晨更經歷。

          我們很難想像馬利亞在那一刻的感受和行為是什麼？她現在來，旨在
用香料塗抹主的屍體，但主就站在那兒！站在她面前和她說話！「祂和我
同在，又和我談心」！嘩, 祂復活了！馬利亞一開始可能會嚇了一跳，但當
祂的身份明朗時，她充滿了喜悅——正如歌曲所說的「那美好佳音」就像
一首旋律一樣「在我心不住嚮應。」毫無疑問地，馬利亞「仍舍不得离祂
慈面」只想呆在花園裡；但耶穌用「誠懇低微聲」請她離開，並命令她去
告訴祂的門徒發生了什麼事。馬利亞來時快，去時也快，她也獨自向門徒
報告。當時的文化，女人的證詞是不為人所信的，但上帝却用女人作復活
的第一個主要見證，以指出復活不是捏造出來的故事。

          每一個能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耶穌同在的基督徒，都可以重溫馬利亞
的經歷。我們今天也可以説，「祂與我同行，又與我共話」並對我說,「我
單屬於祂。」這種體驗對信徒來說是非常真實的，並帶來超越任何其他滿
足的喜悅。事實上，有時似乎沒有人能夠每天都與基督同行一樣, 享受如此
多的喜樂。至少，這是作者麥爾斯的信念，當時他寫道：「與主在園中，
心靈真快樂，前無人曾經歷過。」



          當我們花時間通過禱告和默想來親密地認識基督時，我們也可能覺得
我們想永遠留在祂的同在中；但當祂用「誠懇低微聲請我走」時，就像祂
對馬利亞所吩咐的那樣，去告訴別人祂的死，祂的復活和升天，以及祂再
來的應許。

          在這裏,令我想到登山變像的「花園」。彼得對榮耀的耶穌說： 拉比
（就是夫子），我們 (彼得，雅各，約翰) 在這裡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
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突然間摩西和以利亞不見了，只見
主一人獨自站著，並吩咐他們下山, 為祂作見證。

          耶穌叫他們離開屬靈的高峰, 回到日常生活中, 負起傳福音的使命。耶
穌這命令的背後，有一個「沉重的聲音」，就是警告世人必須轉離罪惡，
才能逃避罪的刑罰。上帝必須把這個警告帶到世界，但誰去履行這任務
呢？我們就是上帝的使者，正如使徒保羅所說：「我若不傳福音，就有禍
了！」（林前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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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園裡》           
我獨自來到花园裡
玫瑰花尚有晶莹露珠
忽有溫柔聲傳入我耳中
乃是神子主耶穌

我主慈聲何等甜蜜
小雀鳥停歌屏息傾聽
他所賜給我那美好佳音 
使我心快樂甦醒
 
雖黑暗已籠罩滿天
我仍捨不得離他慈面
當他請我走 誠懇低微聲
在我心不住嚮應
 
(副歌)
祂與我同行
又與我共話
對我說我單屬於祂
與主在園中心靈真甘美
沒有別人能領會

     “In The Garden”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He speaks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Is so sweet the birds hush their singing
And the melody that He gave to me
Within my heart is ringing

I stayed in the garden with Him
Though the night all around me is falling
But He bids me go, through the voice of woe
His voice to me is calling

(Choru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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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訪談
即或不然  也未可知

採訪者：陳曉東牧師 （基督燈臺全球學院院長）
   受訪者：陸海明老師 （基督燈臺全球課程講師）

問1：成為基督徒後，你對禱告的經歷有哪些體驗呢？     

陸老師：

          我有一個小冊子專門用來記錄我的禱告：神是聽了還是沒聽、成就沒
成就、應允還是沒應允？這樣的記錄，在我信主多年來幫助我追蹤我的禱
告，大多數的禱告神都有很明確的答案，有的甚至超過了十年神才應允，
也有回應很快的時候。

          有幾個例子，其中一個印象深刻的是：我信主後在找工作找到山窮
水盡，沒有路了；有一天教會牧師找我當司機，開教會的大車去休斯頓，
我一口回絕說不可能，我論文沒完成，工作沒找到，正焦頭爛額，還要離
開十天，我沒有時間，做不了這事……牧師說神的家裡有需要，別人沒開
過，只有你能開這車。

          我就向神禱告：「如果你給我能力服事的話，就請你今天就讓我找到
工作。」那是我對神一個非常具體的禱告，結果我的第一份工作就來自那
天來的一個電話面試，我拿到了工作。祂為我開門後，我很感恩，就搬到
新墨西哥州的聖達菲，去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個華人教會，和牧師交談中我
分享了我找工作的見證，牧師和師母就面面相覷，就說其實他們一直在為
聖達菲那邊的華人團契和查經班禱告了十幾年，他們相信是神將我們夫妻
帶到那邊的；他們說神國的事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拼圖：我的禱告是拼圖的
一塊、他們的禱告也是拼圖的一塊、神就將一塊一塊拼到一起的時候，就
成了一個大的圖畫。

          那一次給我很大的感動和經驗，就是我們很多的禱告是在看自己的益
處，可是神是使萬事互相效力，一方面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另一方面是為
神國的益處。祂是在看國度的風景，而不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城，一地，或
者是一個家庭，個人的生活，職場上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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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的經歷也讓我明確了以後的禱告是：「願意這件事在你神國的
旨意裡成就。」神的旨意並不僅僅是滿足我們的喜好和需求，更是滿足神
所喜悅的事。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也是這樣，祂一面深切的需要是
神給祂的呼召，在十字架上做代罪羔羊，另一面祂最急迫的需要是神能將
這杯挪去；在這兩難之間，祂最後的選擇是馬太福音26章39節說的:「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這也是我在禱告過程中一直在學的功課。

問2：在屬靈成長過程中，你怎樣看聖經的經文和禱告生命的關係？

陸老師：

          經文是禱告的最重要來源，最早我在讀撒母耳記上30章，大衛做王之
前的時候，講到他在洗革拉，他被非利士王招募去打掃羅，結果非利士王
派他回去，他回去看到洗革拉被焚城，亞瑪力人將他們的妻子兒女財物都
擄走了。撒母耳記30章6節說：「大衛甚是焦急，因眾人為自己的兒女苦
惱，說要用石頭打死他。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裡堅固。」我讀的
時候很驚訝，心裡在問：「這撒母耳怎麼不寫清楚，大衛是怎樣倚靠神，
心裡堅固的？」

          後來我在詩篇裡找到了答案，他在詩篇56章10節說：「我倚靠神，我
要讚美祂的話；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祂的話。」所以大衛心裡堅固不
是他的感受，不是他的經驗，不是他的主觀體會，而是他讚美了神的話；
讚美神的話需要先知道神的話，明白神的話；所以如果我們心裡沒有神的
話，那我們在禱告時，在明白神旨意的時候都會打很多折扣。

          從那時起，我知道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就要了解祂的話、吃進去祂的
話、也要活出祂的話；有一段時間我很渴慕神的話，大概三年我甚至背誦
聖經經文，而那些背下來的經文後來成了我情急時的幫助，力量和拯救，
成為我的智慧；所以聖經是我們生命、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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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3：禱告生活中，你能分享遇到不甘美的經歷及體驗嗎？

陸老師：

          其實我也有很多的禱告沒有被神垂聽，特別在急難時：希望躲過這個
難處，或者神拉我一把……經歷這個過程不容易，像熬煉；但同時我也知
道有一些事情是一定要經歷的。

          在熬煉的過程一方面很難受，但另一方面過去經歷了那麼多神的恩
典，知道神的信實。因此，我在不容易的時候，就將我的小冊子拿出來，
看看我以前不容易的時候神是怎麼做的。祂過去救我，現在就會救我，將
來依然要救我。

          很多時候懼怕和平安是同時來的，一方面心裡很懼怕，另一方面信心
告訴我要平安，在走這條天路時，心裡忐忑，兩腿發顫，怕不怕呢？怕，
但走不走呢？還是得走；心裡的懼怕和信心的平安就這樣糾纏著、熬煉
著……

          我是做交易的，在這個行業不論能力大小，都是靠天吃飯，我們行逆
風船時肯定會很困難，有時很多年後才能明白神的美意，但最終總是能讓
我們看到，好處不在祂以外，祂總是能給我們帶來生命中最好的結果。

          所以我禱告的體會就總結為聖經裡的兩句話，上聯是「即或不然」，
下聯是「也未可知」。「即或不然」出自但以理書3章18節、「也未可知」
出自約拿書3章9節。

          「即或不然」，就是我們不應該喪膽，跌倒和背棄神。「也未可知」
就是說聖徒在禱告時並不知道神一定會按照他的意思成就，也不知道神如
何帶領，但在熬煉的過程中，禱告及等待神回應。



問4：剛信主的弟兄姊妹，要建立起禱告生活，你有何建議?

陸老師：

          我想第一點是態度上必須要認真，因為禱告對我們來說是屬靈生命
成長及對神的認識；但對魔鬼撒但來說就是屬靈爭戰的一部分，在靈界裡
面，我們的禱告爭戰得勝是決定性的。你在靈界經歷爭戰得勝，那你的生
命，生活才有高質量的成長。

          第二點是要花時間在主的身上，現代人的特點就是忙碌與膚淺。你如
果將時間都花光了，只留下一點點剩餘時間給神，然後還想與神有很親密
的同在關係，那是不現實的。

          第三點是要建立禱告的習慣與記錄：沒發生的事我們用信心去支取和
仰望；已經發生的事就代表我們對神的認識；這兩者相輔相成，沒有對過
去的事的記錄，我們就沒有第一手的資料來明白神是真的，神是不斷幫助
我的，神是愛我的，這些是真實的經歷。

          以上這幾點我認為是禱告的基本功，對我們一生走天路的人是很重要
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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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的苦難
梅章建文師母

畫廊中的禱告

         人生在世必遇苦難，意思就是說，世間沒有不受苦的人，只是有些人
多，有些人少，有些人承受不了，有些人面對事實。苦難的種類很多，它
們大多都是一些令人難以明白的人生不幸經歷；但是在各種苦難中，義人
受苦，更是叫人不解，甚至感到沮喪。

洛杉磯正道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碩士    
  前美國基督教救世軍神學院導師

          《聖經·約
伯記》便是一卷解
釋義人為何受苦的
書。神藉着這本
書，將這個奧秘的
幔子揭開，使我們
得以窺見其眞相，
並且藉着約伯，向
一切為義受苦的
人，指出了一條經
過流淚谷，將這谷
變為泉源之地的途
徑。義人受苦一個
主要的原因，乃是

          旣然義人受苦是一件與靈界有關的事，所以就不是單憑人的思想和理
論所能解釋的，要明白義人受苦的究竟，必須打開屬靈的眼睛，看見苦難
背後的根源；若要勝過苦難，必須靠賴聖靈的能力，只憑血氣之勇，是難
以持久的。

撒但對義人的攻擊，但是這一件事卻是經過了神的許可和限制，為要使他
得益處，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説的：「耶和華説，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
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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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伯的妻子不但信心破產，她的盼望也滅絕了，因為她為失去一切
感到悲憤交加，甚至口出惡言，對丈夫說出「你棄掉神，死了吧！」。她
認為約伯的病，絕無痊癒的希望，活著不過徒然受苦，旣然如此，生不如
死。在約伯貧病交迫時，他的妻子竟對他提出這麼可怕的言詞，這言詞竟
與撒但的詭計不謀而合，給約伯的負面影響是何等的大。有人會說，她是
撒但陷害約伯最有力的工具。我相信她並非甘心被撒但驅使，她只是出於
一片對約伯憐愛的心，可是這憐愛的心並非建立在對神的信心上，乃是本
於人的血氣，以致被撒但所利用，這正如門徒彼得勸阻主耶穌去耶路撒
冷，以逃避十字架的苦難一様（太16:22-23） 。

          畫面左側是約伯三個可貴的朋友，約伯苦難的漫漫長夜之中，當他的
親友，甚至他的妻子都厭棄他的時候，從遠處卻有三位朋友相約，不遠千
里而來安慰他，為他悲傷，由此可見這三位朋友的可貴，也可知神並沒有
完全將他撇在孤單之中。

          朋友慰問傷心的人，是一門學問。猶太人有這様的傳統，人若要安
慰悲痛的人，便要等對方先張口才可以說話。面對别人的痛苦，最佳的反
應便是沉默。約伯的朋友意識到，他的痛苦太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消除
的，所以開始時他們甚麼都沒說，如果他們能一直保持沉默就好了。我們
常以為對一個受傷害的朋友總要說些甚麼屬靈和深奧的話，然而人為了回

          網路上有多幅不同畫家有關約伯的作品，我比較喜歡以約伯聖經故事
為主的畫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他在1826年出版一系列二十二雕刻
插圖版畫，其中一幅看似以黑白為主的畫，表露出畫中各主要人物的表情
和 內心的感受；背景以深色襯托出明亮的人物，最突出的約伯手勢表露不
解，自己為何連連遭遇撃打，一個緊跟著另一個。約伯一生勞力的成果毀
於一旦，百萬富翁立刻一貧如洗；更可怕的是，甚至神所賜的產業，他所
愛的十個兒女，也在轉瞬之間全部消失，沒有任何兒女留下一句遺言，連
最後一面也沒有機會見，原本充滿歡樂與幸福，現在則滿臉眼涙和悲傷。

         在約伯身旁是他的妻子，她的表情流露出信
心的崩潰（約伯記2:9），她認為丈夫一生如此忠
誠的事奉神，神竟會使他落到如此悲慘的下場，這
樣的神是不値得再信的了。殊不知她要約伯   「棄
掉神」，這正是撒但利用他妻子，希望約伯改變對
神的信心和忠心；同樣我們也容易犯下此毛病，看
見自己所愛的親人受大痛苦，自己愛莫能助，又以
為神不理會，常常會落在這種錯誤中，成了撒但的  
「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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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說些客套話，並不比同情的沉默和關愛的陪伴更好，因為「同在」也許
就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了。這三位不僅是約伯的朋友，而且也是著名的智
者，但他們的智慧終究是狹隘的和不完全的。開始時與約伯同坐七天七夜
之後，接着就想從「真理」上去幫助約伯，藉此想解除他受苦的根源。不
幸的是，他們竟錯誤地以為約伯是因犯罪受了神的懲罰，以致他們非但不
能幫助約伯，反而加強了約伯的痛苦，並且招來他激烈的反抗，所以當別
人有災難時，應避免去評判說：「這是一個報應。」我們是誰？怎可隨意
論斷人！

          畫家將畫中各人的面部或身體語言，向我們講了一堂課：用圖畫來傳
福音，道出真理，使人印像更深刻。布萊克對約伯記的插畫具有特色，他
的畫和刻畫多以苦難為主題。布萊克與其他畫家十分不同。第一，他不但
是位藝術家，而且還是一位大詩人，他博覽群書，潛心哲學，很早便對這
個世界有了深刻的認識；第二，他充滿想像力，畫了許多想像畫。

          布萊克渴望成為一位藝術家，他鑽研雕刻多年，終於如願成為優秀
的雕刻家。他把他的詩與畫雕刻在同一個版面上，這是他自己特創的一種
觀念：文成為畫的一部份，畫也成為文的一部份。他為許多人寫的書雕
畫，最著名的作品便是聖經《約伯記》所刻的插圖。他除了擅長運用線條
之外，也會運用色彩。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一生與妻子相依為命，以
繪畫和雕版所得的酬勞過着簡單平靜的生活，他的才華後來漸漸被世人發
現，以致作為詩人與畫家的他在藝術界有著崇高的地位。

禱告：親愛的天父，祢雖然住在至高至聖之處，但祢也與地上的心靈受傷
者同在，袮叫傷心受苦的人得著祢的安慰，得著祢的醫治，因祢在聖經有
個應許「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義人多有苦難，但耶
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詩34:18-19）實在感謝神對世人這份恩慈和憐
憫。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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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祈禱
因愛增長的洞察力

亞凱迪亞羅省基督教會 謝芬芬牧師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
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
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腓
1:9-11）

          保羅的祈禱與其說是祈求，還不如說是讚美頌詞。讚美頌詞不僅表現
了保羅在禱告中的態度，更是充分呈現了使徒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個人喜
愛和牧者心腸。具體而言，使徒保羅為腓立比教會求從上帝而來的一種屬
靈的洞察力——「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這種洞察力足以審察出事情的
關鍵。有意思的是，這種具有鑒別的力量並不基於摩西律法，也非基於腓
立比信徒的行為，反而是基於腓立比教會不斷增長的愛心——「要你們的
愛心在……多而又多」。言下之意,他們的愛心越增長，他們的屬靈洞察力
也越敏銳。他們不斷增長的愛心使得他們在各種語境下可以敏銳、冷靜地
應對時局，了解真相，及時合宜地作出行動反應。與此同時，這種洞察力
的增長不只停留在分辨，其實是要腓立比信徒滋生出美德，即要培養他們
成為純正又誠實的人——「作誠實無過的人」,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
果子。



          更甚是，保羅強調，腓立比信徒愛心之所以不斷增加，是因為他們認
識基督的知識不斷增多。正如哈巴谷先知指出，「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
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的確，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越充
滿我們，我們就越能意識到基督裡的豐富和美好，這越能激發我們愛上帝
的心。

          現今教會已將禱告視為一種靜態禮儀，易於局限在言語上，卻很難把
信徒不斷認識基督的知識與禱告直接掛鈎起來，更不會將信徒的愛心與禱
告聯繫起來。使徒保羅的禱告則是一種提醒：禱告不只停留在言語，更是
以全身心地投入去認識主耶穌基督。最後用一段禱文回應保羅對腓立比教
會的祈禱：願上帝的力量駕馭我們。願上帝的權能保守我們。願上帝的智
慧教訓我們。願上帝的聖手護佑我們。願上帝的法則教導我們。願上帝的
盾牌守護我們。願上帝的眾軍護衛我們，使我們免遭邪惡的陰謀、俗世的
試探而被陷害。願基督上下左右，前後內外，與我們同在。主，願祢拯救
的宏恩時刻與我們同在，從今日直到永遠。阿們。（節選聖帕特里克《護
心鎧甲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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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道故事
三位漁夫的禱告

        「當我們以有限的、軟弱的、無助的受造物之姿祈禱時，我們自然就
會懂得要向天父祈求力量。」

              一天，以撒拉比教導他心愛的學生們一個重要卻常被忽略的真理。
他道：「在我們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容易出錯的，往往在最明顯，也是最基
本的地方。」學生們再次對這位年髙德劭的老師所說的感到狐疑。以撒拉
比看出學生們的疑惑便說：「就讓下面的這則故事來解開你們心中的困惑
吧！」

          有次某主教知道他搭乘的船將停泊在一座偏僻的海島一整天。於是
乎就計劃好好利用這難得的時間。他沿着海岸漫步，正巧遇到三位正在捕
網的漁夫，漁夫們用洋涇濱的彆腳英文向主教解釋，幾世紀前曾有宣教士
傳過福音給他們的祖先，並驕傲的指着自己得意地說道：「我們，基督徒
欸！」

         主教深感印象深刻。就問他們是否懂得主禱文？他們竟說從未聽過。
主教驚訝之餘，心想這些人連主禱文這麼基本的禱告都不懂，怎能自稱是
基督徒呢？「那你們禱告時都說什麼？」主教好奇地問道。

          漁夫們答道：「我們舉目望着天，然後禱告：我們是三人，祢是三
位，請憐憫我們吧！」主教對他們如此原始，簡直是異端邪說的禱詞感到
驚訝莫名。因此他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教他們主禱文。漁夫們很笨拙，但仍
盡全力地學習。次日，當主教離開小島前聽見漁夫們能一字不漏地背出這
整個禱告公式時，便心感寬慰。

          幾個月後，主教的船又恰巧行經那些小島，當他在甲板上晚禱時，
憶起就在不遠的島上有三個人，多虧他悉心努力的教導，現在能正確地禱
告，不由得洋洋得意起來！想着想着，東方天際突然出現幾個光點，那光
不斷地向船逼近，主教驚奇地瞧著，稍後他看到三個人形光影在水上行
走，並一路朝着船走來。船長倏地停下船來，只見所有的水手全都斜倚在
船欄爭看這奇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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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三個光影走到講話的距離時，主教始認出是他那三位漁夫朋友。他
們興奮地喊道：「主教！好高興再遇到你，我們聽到你的船隻經過這裏，
就趕忙來見你。」

         「你……你們想做什麼？」主教驚懼地問道。「主教！很抱歉，我們
忘記那寶貴的主禱文，只記得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
祢的國降臨……下來的我們全忘了，請行行好，再教我們一次吧！」

          主教謙卑下來說道：「我的好朋友們，回家去吧！每次祈禱時就儘管
說：『我們是三人，祢是三位，請憐憫我們吧！』」

          以撒拉比繼續講述禱告的真理──「禱告並不在乎話語，而在乎與
神的相交。當你與神相交時，顯然的話語是與神聯繫的管道，無論是什麼
話都是對的。但在『我們是三人，祢是三位』這句話中，卻藏着微妙的真
理。」以撒拉比拉高嗓門以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如果『神是三位，而他
們是三人』的禱詞能引導這些頭腦簡單的漁夫們意識到他們的團契關係，
與神是三位相似，那他們的禱告就是一種共享神的參與感，而非一種深感
不配的距離感。」

         「當我們以有限的、軟弱的、無助的受造物之姿祈禱時，我們的禱告
自然就會向天父祈求力量。而當我們以罪人的身份來到神面前時，我們一
祈求饒恕便會從禁錮我們的過失、錯誤與失敗中得釋放。」拉比繼續說
道：「但若我們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女，那我們與天父之間豈不存在着真正
緊密、永不斷絕的接環嗎？在我們的禱告中豈不會產生亮光？豈不能支取
行在危浪之上的能力嗎？」

         「禱告是我們向神敞開自己與神相遇的方法，因此無論用什麼話語祈
禱都是神聖的。」以撒拉比稍作停頓，然後鄭重地強調：「耶穌說：凡稱
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祂知道禱告公式的有限，祂也
知道人要得自永生神的祝福才能成為別人的祝福；作光的，要源自那永遠
的光源，才能為主發光；作鹽的，要汲自永恆的鹽田，方能永不失味。當
我們了解與神相交的意義，乃是不斷將我們的生命根植於耶穌基督這生命
的源頭，我們的禱告就不再只是一些曾經背誦記憶的冗言贅語，而能像三
位漁夫一樣自然、不做作地將生命深處的自我，在神面前敞開，表露無
遺。」

                                    林傳經傳道  摘錄自校園出版／周學信著作《拉比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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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書籍推介

作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讀舊約學禱告

和上帝論及世界的需要），或他們的禱告如何幫助讀者了解祈禱的真義（如
約伯祈禱雖蒙應允，卻不能抵銷所失去的，雖然如此,他仍須禱告）。閱讀
本書可以跟一個偉大的舊約學者學習解經，以及跟隨十二位聖經偉人學習
祈禱怎可蒙神悅納。這樣的佳作豈可錯過呢！」

                    ──鄺炳釗博士（建道神學院駐院學者）

   「布鲁格曼是當今舊約研究界中的佼佼者，其著作立論精闢見稱，廣受
讀者歡迎。探討有關舊約中的禱告的著作，過去出現過不少，這本書延續
這傳統，也豐富了讀者對舊約中偉大的禱告的認識和體會，是值得推介之
作。」
                    ──羅慶才博士（鑽石山浸信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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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神學大師布魯格曼，精選12篇舊約
偉大禱詞，呈現讀者面前，帶您進入禱告堂
奧，甚至改變您的禱告姿勢態度，提升您的
祈禱境界。
人可以這樣向上帝禱告！

    「本書的作者布魯格曼教授是美國近代
最多產、最有創意的舊約學者。他的特點有
二：第一，對全本舊約聖經都有研究，名符
其實的融會貫通；第二，他是舊約研究的博
士，又是社會學博士，擅長從社會學的角度
探討舊約。他在本書選取十二段記載了聖經
偉人（如亞伯拉罕、摩西、哈拿等）祈禱的經
文，然後：第一，深入及從嶄新的角度分析
每段經文；第二，指出十二個偉大的祈禱有
甚麼值得讀者學效 （如要像亞伯拉罕大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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